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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1. 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EWR）

2. 约翰肯尼迪机场（JFK）

3. 费城国际机场（PHL）



交通（国际机场）
1.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机场代码：EWR）

国际生最常用、离学校最近的国际机场，车程1小时10分钟左右 

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交通枢纽

UA87 上海浦东－－－纽瓦克

UA88 北京首都－－－纽瓦克

（＊其余城市直飞建议从这两个城市出发）



交通（国际机场）

2. 约翰肯尼迪机场（机场代码：JFK）

较纽瓦克离学校稍远， 车程1小时40分钟左右

东航、国航、国泰航空的目的地

（＊如果选择从别的国家转机，一般会到达JFK机场）



交通（国内机场）
美国国内航空

3.费城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PHL）

车程50分钟左右

4. 其他较小机场

Laguardia Airport （机场代码：LGA）



行李箱指南 根据航空公司的规定，托运的行李最

大尺寸不超过62英尺，即158cm（长

＋宽＋高的总和）

带上机的随身行李，尺寸最大不超过 
9英尺 x 14英尺 x 22英尺，即22cm 
x 35cm x 56cm



交通（车辆服务）
－出租车

普林斯顿汽车服务(Princeton Economy Taxi Service) : 609-799-9180

－可以考虑Uber（优步）, 价格会相对低一些。

－如果有更多需要，联系Mrs. Rossi（个人信息在ppt第17页）



交通（附近酒店）

1. Marriott Springhill Suites Ewing Princeton(609-530-0900), Ewing 
Princeton, 离学校5 miles.

2. Element Ewing Princeton (609-671-0050) Ewing, NJ, 离学校5 miles.
3. Marriott Courtyard Ewing Princeton(609-771-8100) Ewing, NJ, 离学校5 

miles.
4. Nassau Inn, Princeton(609-921-7500 x 102) NJ,离学校5 miles.
5. Hyatt Regency Princeton(609-987-1234) Princeton, NJ, 离学校12 miles.



手机SIM卡服务（美国3大通讯）
1. AT&T

最近分店地址: 800 Denow Rd / 官网链接: https://www.att.com/

2.    T-Mobile

最近分店地址: 1632 N Olden Ave / 官网链接:http://www.t-mobile.com/

3.    Verizon

最近分店地址: 3371 US Highway 1 unit 304/ 官网链接: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



现金和银行服务

超过10000美元的现金，过海
关时需要申报（不建议携带大

量现金）

潘宁顿学生通常选择：

1 Wells Fargo（富国银行）：离学校步

行路程十分钟

2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在普

林斯顿镇上有分行

3 PNC Bank：距离学校步行路程十分

钟



现金和银行服务

校园里也提供学生银行服务，家长可以
在学年初存进一定数量的金额放进学
生银行，并设置每周学生可领取的最高
金额，学生可以在每周特定的银行开放

时间领取账户里的现金。



床上用品
1 床单尺寸：99cm x 190cm

2 床垫尺寸：99cm x 190cm 厚度17.7cm x 22.8cm

3 根据个人选择，床上用品（床单、被套、被芯、枕头等）可以从国内带过来，或选择在

学校附近的大型超市购买；如果选择从国内带，建议去超市购买真空袋压缩床上用品

的体积方便托运和携带。



学校已经准备了...
1. 每个学生都会配备有一个课桌和椅子

2. 一张床（含床垫，无床上用品）

3. 一个衣柜，里面有一个带锁的小型保险

箱

4. 一个落地式衣柜



所有女生居住在一幢宿舍楼的三个楼
层，buck 2, buck3和buck4，每个房间配备独
立卫生间(含浴室)和空调，第一年新生
都会被安排一个室友。第二年可以自由

选择室友或单人房。

寝室概况       
（女生）



寝室概况       （女
生）

每层楼都有休息室，有沙发电视机，冰
箱和微波炉等，但是没有明火，学生不

能在宿舍做饭。



寝室概况
（男生）

男生的宿舍分布在六处，分别在old main
的三四楼和马路对面的becher。六处寝室
的名字分别是5th Ave, Smythe, Grace, Goorley, 
Green and Becher。男生需要分享卫生间和

休息室。



衣物着装
学校的着装要求（来源学校网站：https://www.pennington.
org/data/files/Gallery/Resources/Handbook_201516_online.pdf）

• 所有学生上课需要穿衬衫（必须有领子），扣子需要扣到锁骨下方，不能穿牛仔裤（建议提前购买卡其裤和其他非牛仔裤），女生
可以穿短裙（不能短于膝盖上方5cm, 不能穿紧身包臀裙）

• 学生不建议穿卫衣上课，不能穿球鞋

• 在教室里，学生尽量不要穿外套

• 只有女生允许有耳洞，不能出现任何刺青，学生需要有合适的发型，男生要适时刮胡子

• 在室内不允许戴帽子，尤其是棒球帽

• 星期二学生统一去教堂，男生需要打领带

• 每周一晚上寄宿生需要参加家庭式晚餐，女生穿裙子，男生穿西装打领带

https://www.pennington.org/data/files/Gallery/Resources/Handbook_201516_online.pdf%EF%BC%89
https://www.pennington.org/data/files/Gallery/Resources/Handbook_201516_online.pdf%EF%BC%89
https://www.pennington.org/data/files/Gallery/Resources/Handbook_201516_online.pdf%EF%BC%89


衣物着装
以下是一些学校着装的范例：



学业
－到达学校后，学校会发给学生个人ipad用于教学，但我们仍然建议学生带上自己的

个人电脑

－请上学校官网确认暑期读物（summer reading）

－学校会派发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请记得适时查邮件确认学校和老师的通知

－教务主任：Mr. Peeler (更多信息在ppt第23页）



高中课表 2015～16学年



校园违禁物品

1. 药物：所有学生携带的药物必须经过学校医务室的批

准才可使用，一般日常服用药物将由医务室保管。

2. 热水壶等需用到大电量的电器是不允许在寝室里的，

这是学校为了消防安全隐患考虑。

3. 任何会产生烟雾的物品都是禁止的 (比如蜡烛），烟雾

警报器会响起并通知消防部门。

4. 任何形式的毒品，大麻，烟酒都是明令禁止的。

5. 学校不允许学生养任何种类的宠物。



校园核心人物
－ 校长：Dr.Hawkey

校长邮箱：bhawkey@pennington.org

－ 教导主任：Mr. Bridges 

教导主任邮箱：cbridges@pennington.org

－ 教务主任：Mr. Peeler

教务主任邮箱：speeler@pennington.org

－ 国际生主管：Mrs.Rossi

国际生主管邮箱：jrossi@pennington.org

mailto:bhawkey@pennington.org
mailto:cbridges@pennington.org
mailto:speeler@pennington.org
mailto:jrossi@pennington.org


关于离校

如果学生在周末有离开学校的需要，需要填写由

Mr. Bridges发出的weekend sign-out sheet。通
常该表格会在每周二发出，学生要在每周四之前

填写完成。国际生还需要家长或监护人发送邮件

给Mrs. Rossi阐明学生离校理由以及回校时间。

在长假前（感恩节假期，圣诞假，春假及暑假）Mr. 
Bridges也会发出sign-out表格。另外，国际生需

要填写Mrs. Rossi发出的表格，知会飞机航班，方

便学校安排接送机。



寄宿家庭项目

    潘宁顿中学的寄宿家庭项目将国际学生和美国当地学生一一结成对，美国
学生的家庭就是国际学生的寄宿家庭。一般来说， 所有第一年进入潘宁顿

的学生优先保证寄宿家庭。
    国际学生虽然不会和寄宿家庭一直住在一起，但寄宿家庭会邀请学生参加
校内外各种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并融入美国文化，学生有任何需要或者

困难也可以联系寄宿家庭解决。



校内购物
1. 校园商店

在学校campus center内，设有一个校

园商店，学生可以在里面买到文具，带

有学校logo的衣服，以及一些小日用

品。学校邮箱也设置在在校园商店旁，

学生可以拿到邮件和包裹。



周边购物及餐饮

2. 潘宁顿超市（Pennington Quality 
Market）

    离学校步行5-10分钟，可以买到水果，零

食，饮料，基本日用品（牙刷牙膏纸巾等，电器

及床上用品需要去稍远的沃尔玛等大型超市）



周边购物及餐饮

3. 普林斯顿小镇 (Princeton town)

    坐落于世界高等学府普林斯顿大学

附近，周末学校会组织很多活动，校

车会接送寄宿生来回学校与普林斯顿

小镇，车程约15～20分钟。有很多服

装店，餐厅，是休闲娱乐购物的好去

处。



周边购物与餐饮
1. Viva Gelato Cafe（甜品 咖啡 和简餐）



2. Vito’s pizza（美式食物及披萨）



3. Sumo Asian Cuisine (中式和日式美食） 



4. Happy Wok (中式和日本美食，靠近潘宁顿超市）



更多的餐饮
选择...

潘宁顿周边，还有更多的
餐饮选择，例如美式简餐
emily’s, 意大利餐厅avanti, 甜
品冰淇凌店rita’s, 以及汉

堡王。



网上购物？
学生可以网上购物。所有学
生开学初都会领取到一个邮
箱钥匙，快递或邮件到达学
校有专门的老师会收取，学
生可以向老师领取自己的邮
件。但是在网上不经允许的
购买药物和违禁物品是被禁

止的。



洗衣服务
如果你想要在校园清洗衣物：

在男生寝室，每个卫生间会配备洗衣机和烘干

机，女生则需要用old main底层的洗衣室，配有

洗衣机和烘干机各四个。每次洗衣服，需要三个

quarters（一个quarter相当于0.25美元）启动洗

衣机和三个quarters启动烘干机。可以在潘宁顿

超市换取quarters。

学生也可以选择洗衣服务，在开学初登记付款，

一年内每周固定时间会有人收取学生放在固定地

点的衣物，清洗并在固定时间地点返还。

如果你需要干洗：

在潘宁顿超市附近，有干洗店，学生有不方便自

己洗的衣服，鞋具或其他物品，可以去洗衣店 寻

求服务。



重要表格

请在学校官网确认国际生及家长需要
填写的几份重要表格，包括健康体检
表，监护人同意书，学生账户表，乐器

课，洗衣服务（如需要）。

链接：http://www.pennington.org/parents/parent-
resources/index.aspx



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或有任何疑问，请访问
学校官网（可以在网站下方选择中文）：

http://www.pennington.org/

http://www.pennington.org/
http://www.pennington.org/


潘宁顿期待您和您的
孩子的入学与来访

潘宁顿中学
招生办 2016


